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災後創痛的復原長路:
大型災難初中期介入的基本原則與作法
08/21/2009
蘇逸人、游勝翔、周嘉瑛

千禧之始不過數年，全球已連年遭逢傷亡慘重的巨災，2004 年的南亞海嘯、2008 年
的四川大震及緬甸洪災中，已有近 40 萬人在災害中喪生。在我們的土地上，1999 年 921
集集大震重創中台灣的創痛仍未遠離，適逢 921 十週年前夕，莫拉克颱風卻釀成南台灣與
東台灣的浩劫，至今，已有數以百計的寶貴生命驟逝，受創的失親者與受災民眾更難以計
數。此刻，面對這看似迢迢的復原之途，台灣心理衛生工作者該如何思索，如何動作？而
我們習以汲取知識養分的歐美學界，面對這漸呈全球常態的天災人禍，又如何思索？
2007 年，鑑於災害與恐怖攻擊經年不斷的氛圍，歐美各國的災難創傷專家籌組共識
會議，探討大型災害與創傷後的主要介入原則（Hobfoll et al., 2007）
。在此會議中，與會
專家最終歸納出五項具有實徵基礎的介入原則，並且提供了公衛與個別/團體層級上的實
際作法。這些原則包括：：
一、促進安全感（safety）
：促進安全感可以減輕創傷壓力反應的生理層面，並且能改
善妨礙復原的認知歷程，例如世界是全然危險的信念，以及對未來風險的悲慘化
/災難化態度。
二、促進平靜穩定（calming）
：促進平靜穩定，能夠減輕可能蔓延至許多場合的創傷
焦慮，並且能減輕強烈的激發、麻木或情緒波動，這些反應會干擾睡眠、飲食、
決策、與生活事務表現。倘若反應持續，會導致恐慌、解離、創傷後壓力症候群
（PTSD）、憂鬱、焦慮與身體問題。
三、提升自我與集體效能感（personal- & collective efficacy）:提升自我與集體效能感，
以改善個人管理困擾事件能力的信念，此目標主要透過對想法、情緒、與行為的
自我管理達成。
四、促進聯繫（connectedness）：創傷後社會支持已證實是極重要的 PTSD 風險因子
（Ozer et al., 2003）
。社會支持與大型創傷後的情緒福祉與復原有關。促進社會聯
繫，有助於個人獲取災難應變資訊，並且提供獲取實際問題解決、情緒瞭解接納、
分享創傷經驗、正常化反應與經驗、因應的互相教導等支持層面之機會。
五、灌注希望（Instilling hope）：灌注希望是災後介入的關鍵成分，因為災後顯現正
向結果者，通常是維持樂觀、正向期待、可預期生活與自我的信心、與其他希望
性信念的人（Watson, 2008）
。
本質上，這些原則具有堅實的理論與田野實作基礎，某程度上可作為政府機關、民間
組織、媒體、心衛專業人員提供介入的參考架構。實際上，美國兒童創傷壓力網絡與國家
PTSD 中心基於上述原則，徵詢災難專業的意見與持續田野試驗後，發展了一套系統性的
「心理急救」系統與實務手冊（NCTSN & NCPTSD, 2006）
。在 NCTSN 授權下，此本手
冊的初版與二版由台大心理系陳淑惠博士的團隊翻譯完成（陳淑惠等人，2006, 2007）
。莫
拉克風災發生至今，不少專業組織與人員已索取與嘗試運用此手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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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 2007 會議的共識，災後心理衛生介入應兼顧不同層級與單位，例如政府的資源
補給與救濟措施、安置場所規劃、媒體報導的態度等，均是受災民眾身心能否復原的關鍵。
在 Hobfoll 等人（2007）針對各項原則列出的實際作法（見下頁）中，可瞥見國外專家對
於公衛層級心理衛生介入的重視。據此，在災難初期，除了心理衛生專業人員慣用的個別
/團體介入形式，心理衛生機關與組織宜對政府與救災組織提供諮詢建言，透過行政與公
衛的積極性措施，營造有助受災民眾與社區復原的環境（例如資源供給、暫時安置所的規
劃）
。這些措施，應有助於減輕受災者出現身心困難的比例。
必須提醒的是，災後心理衛生介入應兼顧在地文化與既有療癒體系的角色。災難是人
類生命經驗的必然，因此，各個文化傳統即已內蘊對創傷的療癒與回應之道。災難後，個
人需對自身遭遇重新詮釋與賦予意義，此時，文化形塑的信念常影響個人如何解釋與尋求
療癒。歐美的創傷學者也未忽視文化的角色，在前述的介入原則：「提升自我與集體效能
感」中，有關的公衛措施便包含「與在地療癒者合作」
，團體/個別措施亦有「需根據區域
的社會文化生態轉變介入方式」
（見 p.7）
。再者，心理急救手冊第二章「給予心理急救的
準備」
，也諄諄提點介入者需對文化與差異性保持敏感，而「…維持或重建風俗習慣、傳
統、儀式…對協助倖存者處理災難衝擊是重要的」
。從 921 大震與莫拉克風災中，在地信
仰與宗教志工團體迅速融入受災社群，發揮明顯心理安撫作用，即已凸顯文化與創傷的密
切關連。綜上，災後的心理衛生介入，應尊重受災者的文化與信仰，並省思如何將文化議
題彈性巧妙地納進介入措施。
2007 年此災難創傷會議的結論，已刊登在當年度「Psychiatry: Interpersonal and
Biological Processes」70 期 4 卷「Five essential elements of immediate and mid-term mass
trauma intervention: Empirical evidence」
（大型創傷即期與中期介入的五項基本要素：實徵
證據）一文中，並且列出上述原則與作法的一覽表。在承蒙通訊作者 S. E. Hobfoll 授權
（personal communication, Aug 20, 2009）同意下，筆者群將此表譯為中文（見 p.3-8）
，期
能提供有緣閱讀者，共同思索在這場世紀巨災後，如何戮力一心協助受災民眾的復原之途
更為順遂，而不致步履蹣跚，迢迢不知盡頭。

［註］依先前述及心理衛生介入需兼顧在地文化的命題，此處翻譯的歐美創傷學界共識原
則，亦無法免於是否契合台灣在地文化的質疑。然而，筆者群翻譯此文，並非天真主張需
逕行移植上述觀點，而是擬將其作為某種或可借鏡的磚瓦，期能「稍加衝撞」心理衛生領
域或政府機關思索，在此次災害或未來類似事件時，政府組織的災後介入、安置、救濟、
與重建措施、心理衛生界的階段性介入，以及媒體傳播，可否更細膩考量受災民眾的心理
與文化特性？三者應如何在不同層次上系統合作，以營建一個適於受災者/受災社群復原
與正向成長的環境？政府部門與公衛層級的集體層次介入，例如資源與就業機會的充分補
給，協助受創的聚落再造既有的網絡體系，或提供相對安全的國有山林做為原住民聚落重
建的土地，均具有重要的倫理與心理療癒意涵，若施行得當，甚有可能減輕未來整體產生
身心疾病、失能甚至輕生的比例。身為心理衛生專業人員，我們的凝視不應僅止於個人，
也要試著望見個人背後無形的關係體系，從家人朋友，擴展至族人、社區、與土地。每一
個聯繫的斷裂，都可能加重創傷療癒與失落哀悼的不易。基於此，宜審慎尊重與支持受災
民眾倖存的社會連結，鼓勵倖存聚落或社群的連結重建，方能提供重建復育的土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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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則一：安全（Safety）
公衛措施

個人/團體措施
1

z 盡量將民眾帶至安全場所 ，清楚說明此地的 z 進行想像式暴露 2 與實境暴露 3：
| 阻斷創傷後的刺激類化，亦即將無害的影像、
安全性
人、事物和創傷相關的危險刺激連結的歷程
z 提供正確組織化的訊息，協助降低威脅感，
增進對安全的知覺，了解目前並無嚴重威脅
| 將這些無害的影像、人、事件與安全重新連結
z 通知與教育媒體，若新聞報導能計畫性地傳
（如「這座崩塌的橋讓人感覺威脅，但並不是

z

z
z
z

達安全與復原力而非威脅逼近的訊息，可以
提升社區的安全知覺
鼓勵民眾限制接觸新的媒體報導，如果某些
媒體報導所含的影像與畫面，讓人看了更加
不適，避免觀看它們
如果某位民眾因談論創傷而更為焦慮或憂
鬱，建議限制談論這類議題的時間
教導民眾在戰爭或恐怖攻擊事件中，如何區
分政治宣傳與比較實際的威脅訊息
教導雙親需留意監看與限制兒童對新聞的接
觸

z

z
z
z

所有的橋都如此」）
（
「那一晚不安全，但並不是
每個夜晚都不安全”）
使用「安心穩步」
（grounding）技術 4，例如真實
提醒物（reality reminder），將個人帶回相對安全
的目前時空
教導個人在面對創傷與失落喚起物時，能夠進行
「脈絡區辨」
（contextual discrimination）5
協助培養較適應性的認知與因應技巧
當對象為兒童時，除了上述成分，另一治療目標
是逆轉他們在危險跡象區辨能力上的退化。

1

所謂的安全是相對性的概念，即使在災區、戰區等並非完全安全的場所，提升安全程度便可協助個
人的因應。促進安全在意義上等於重建防護罩，是災難身心復原的關鍵要素。
2,3

CBT 的核心技術，許多嚴謹的療效研究指出，想像式暴露與實境暴露是有效治療急性壓力疾患與
PTSD 的主要成分，目前以 Foa 與 Rothbaum（1998）針對 PTSD 的 CBT 治療最著名。
4

「安心穩步」技術：創傷促發刺激或記憶可能突然引發恐慌、瞬間影像重現（flashback）
、負向侵入
念頭、解離、甚至暫時精神病症狀，此時可考量這類作法。簡而言之，透過重新與當前的環境連結，
阻斷與過去的無意識連結，例如睜開眼睛、注意自己的呼吸、仔細注意外在的物理線索、感受身體與
外界的連結等。具體作法的例子，可參見中文版心理急救手冊（二版）單元參：協助穩定。
5

「脈絡區辦」：能有效區辨創傷當時的刺激，以及目前面對的刺激（亦即喚起物）
。這項治療技巧有
助於創傷記憶的細節化，進而減少重複經歷症狀。步驟上，首先訓練個體標認創傷侵入記憶、負向情
緒、與身體反應相關的促發刺激（trigger）
。這需要仔細監控侵入症狀發生的場合與時刻，以及有關創
傷提醒刺激的內涵訊息（如某些物理刺激［燈光、氣味、碰觸、動作］，雖然時間上與創傷相關，但
欠缺明顯的語意關係）
。一旦個體標認出這些促發刺激，詳細討論這些促發刺激現在的背景脈絡，與
過去的背景脈絡（與創傷事件相關）兩者之間的相同與相異處，便能促進對創傷提醒物的脈絡區辨。
例如：某位遭性侵的婦女表示，與丈夫從事性行為時很不舒服，即使那時她並未想起性侵一事。治療
師仔細與其討論，加害者當時的行為與丈夫在性關係當時的行為後，發現有相當多感官上的相同處，
例如：兩人碰觸某些部位的方式、都在夜晚、以及過程中都有說話。接著，治療師進一步討論相異處，
特別著重兩人意圖與態度的差異。藉此，案主得以了解相同的感官線索，在這兩類脈絡中存在明顯歧
異。為深入促進對這兩項事件的區辨，治療師教導她與丈夫從事性行為時，特別留意其中不同於性侵
的元素，並且改變某些背景條件（例如開燈）
，以協助脈絡區辨（Ehlers & Clark, 2000, p.341）
。

‐3‐

ᜲخᇄഺ༌டཾၥଉ!

原則二：鎮定平靜（Calming）
公衛措施

個人/團體措施

z 首先與最重要的是，實施能夠協助民眾直接

z 對處於嚴重激動、情緒明顯波動或極端麻木應的

解決擔憂的行動（如補助初期資源，減少後
續資源流失）
z 提供親友是否平安的訊息，以及是否進一步
的危險即將發生
z 提供大規模的社區外展，以及透過媒體、互
動性網路、與電腦程式給予下列主題的心理
衛教：
 災後反應資訊，以協助個體了解他們的
反應是可以理解與預期的
 提供針對常見創傷後困難（如睡眠困
擾、對創傷喚起物的反應、驚跳反應、
事件引發的新懼怕）的焦慮管理技巧
 較嚴重失功能的跡象，以便於個體也不
不致輕忽他們的症狀，並且了解能夠到
何處接受專業評估與治療
 對於輕微至中等焦慮困擾者，限制接觸
媒體報導（如早、午、晚各接觸一次，
但不在睡前觀看）
 對於情緒較嚴重者，可由親友獲知新訊
息，如此可提供沒有影像與誇張語句的
事實
不建議
z 為了安撫民眾與被救出的民眾，給予謊言與
杜撰資訊，如此最終會破壞公信力，招致反
效果

民眾，提供直接的焦慮管理策略，幫助他們達成
自我掌控或平靜的狀態，例如：
| 治療性的安心穩步技術（針對出現重複經歷症
狀的民眾）
| 呼吸再訓練
| 深層肌肉放鬆
| 壓力免疫訓練（stress inoculation training）
，包
括：因應技巧、深層肌肉放鬆、呼吸控制、自
我肯定、角色扮演、內隱仿效（covert
modeling）
、思考中斷，正向思考與自我對話
| 瑜珈
| 內觀治療（mindfulness）
| 有助放鬆的意象與音樂
| 處方藥物，如抗腎上腺性劑（anti-adrenergic
agents）
、抗憂鬱劑、一般抗焦慮劑
| 合併焦慮管理、認知重建、與暴露的介入方式
| 訓練聚焦問題的因應方式，協助個體將問題化
約成小而可管控的單位。此有助於：
 增加控制感、促進希望
 提供小贏的機會，促進效能感
 減少民眾面對的真實問題
z 對壓力反應「常態化」
（normalization）
，以減輕由
壓力反應衍生的焦慮（如我快發瘋了、我有些地
方不對勁、我必然是弱者）
z 從事與創傷無關，能夠促進正向情緒的振奮性活
動（uplifting activities）：
| 目的
 轉移內在被創傷與後果佔據的注意力（針對
並未處於極端苦惱的民眾）
 促進可預期性、常態性、控制感（對於外界，
以及內在的認知與情緒）
 促進正向情緒，包括喜樂、幽默、興趣、滿
足、與愛，並且有助於擴展個人的「思想行動」庫，協助因應效能
 例子：與朋友共處、聆聽平靜的音樂、看電
影、看喜劇、運動（同時可改善憂鬱與焦慮）
不建議
z 使用 Benzodiazapene 鎮靜劑，儘管可立即鎮靜，
但可能提高有創傷症狀產生 PTSD 的機會（Gelpin
et al., 1996）
z 創傷事件剛發生時，進行心理簡報（psychological
debriefing）可能提高生理激發狀態
z 酒精可能導致濫用或其他酒精相關不良行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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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則三：自我與集體效能（Self- & Collective Efficacy）1
公衛措施

個人/團體措施

z 提供人們外界資源，逆轉喪失循環（loss
cycle）
，藉此賦予民眾權能感，並修復尊嚴。
z 創造管理與協調人們個人與環境資源的方式
z 盡可能讓受創者參與政策決定，貢獻心力（例
如鎖定目前需求），以重建自我與集體效能
z 推動由社區構想與執行的活動，有助於提升
社區效能感，例如：
| 宗教活動
| 會議
| 群眾集會
| 與在地療癒者合作
| 集體的療癒與哀悼儀式
z 促成「權能社區」
（competent communities）：
| 促進民眾的福祉感
| 提供安全感
| 可提供重建與恢復秩序的物資
| 分享對未來的希望
| 對家庭提供支持，家庭通常是災後心理健
康照護的主要提供者
| 增進對他人能夠並且願意提供支持的知
覺，可以：
 減緩自身脆弱性的知覺
 鼓勵個人投入那些可能知覺有風險的
適應性活動
z 與鄉村發展及職業技巧訓練行動合作：
| 幫助本地民眾增進生存能力
| 增加復原力與生活品質
| 藉由灌注希望，以及協助倖存者獲得控制
與掌控感，防止心理困擾惡化
z 對兒童與青少年：
| 家長與社區需留意過度保護兒童的危險，
此可能妨礙其發展自我效能
| 將他們納入社區重建的行列之中
| 協助重建學校社區，以增進：
 恢復學習機會
 參與適合其年紀，由成人指導的紀念儀
式
 學校發起的幫助社會活動（由習得無助
轉為習得有助性）

z 個別與團體實施的認知行為治療，應該：
| 提醒人們本身的效能2
| 鼓勵人們採取主動因應，以及對何時與如何因
應的良好判斷
| 增進對壓力源的控制感
| 幫助個人「重新校準」先前在「正常環境」下
形成的期待與目標
| 根據目標區域的社會文化生態轉變介入方式
z 培養個人的行為功能與技巧（此為自我效能信念
的基礎）
，並在困難度漸增的情境中持續練習。
而透過累積成功經驗，將會建立真實合理的效能
評估
z 教導個人設定可達成的目標，使其能夠：
 反轉挫折感與無能因應的負向螺旋
 擁有持續的成功經驗
 重新建立對環境的控制感，這是能成功由災
難復原的必要條件
z 對孩童與青少年：
| 標定處理發展上的干擾中斷
| 提升正常與適應的發展前進
| 教導面對創傷喚醒物時的情緒調控技巧
| 增進關於災後逆境的問題解決技巧

1

自我效能無法真空發生，而需透過夥伴一同合作、參與、與解決大型困難，這往往非單一個體力量
所能企及。與自我效能知覺緊密相扣的概念，即為集體效能。

2

我們必須謹記，多數受災民眾在災難或大規模創傷之前都過著正常生活。因此，災難後介入的任務
可能比較是提醒與喚起他們既有的效能，較非建立先前不存在的效能（Hobfoll et al., 2007, p.293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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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則四：連結（Connectedness）
公衛措施

個人/團體措施

z 協助個體指認出其所愛的人，並與他（們）
取得聯結
z 協助兒童與其父母或主要照顧者重新取得聯
結
z 提升受創者與其社會支持系統之間支持性交
流的品質、量、以及頻率
z 將民眾的臨時居所與協助站視為村落/小型
社區來營造 1，可以包括下列地方：
| 社區/村議會
| 新成員歡迎委員會
| 教堂
| 可提供服務的地方
| 聚會場地
| 娛樂
| 運動場地
| 休閒活動
| 受監督的青少年聚會場所
| 宗教-學校-社區的互動網絡
| 顧問服務
| 社區團結活動
| 使居民能融入與其文化傳統和文化活動
相符的社會角色
z 在設計介入方案時，盡可能地處理潛存的負
面社會影響（例如：不信任、內/外團體動力、
對復原的不耐、疲憊等）

z 辨識與協助缺乏堅實支持的人、可能在社交上較

孤立的人、以及處在可能提供傷害性訊息（如責
備、輕視）的支持系統中的人 2
z 針對撤離、家園及鄰里毀壞、或欠缺社會支持的
情形，優先目標是：
| 讓個體之間相互連結
| 教導個體如何獲取支持
| 提供正式的支持
z 透過心理衛教和技巧建立，改善社會支持，包括：
| 增進有關特定類型社會支持的知識，例如：
 情感親密（emotional closeness）
 社會連結
 被需要感
 自我價值再確認
 可信賴的同盟
 建議
 勞力協助
 物資的支援
| 標認這些支持的可能來源
| 學習如何適當地接受支持
z 若對象為家庭，採用某些技巧來處理家庭成員之
間，由於下列兩類差異產生的衝突：
| 創傷種類、暴露強度、損失、和後續負面影響
程度的差異
| 成員面對創傷及失落提醒物（loss reminders）
的個人反應差異

1

透過此項安排，可以促進受災者的個人與集體效能，並且亦能夠保留原有的社會結構，此有助於保
存村落/社區完整性，以及既有的規則、秩序、與社會監督（即律法規定）
。

2

需留意，支持來源的實際作法可能偏向傷害性而非支持性，此特別具有破壞效果。負向社會支持（如
輕視對方問題或需求、對復原的不實期待、不認同的訊息）與長期創傷後困擾有明顯相關（Hobfoll et
al., 2007, p.297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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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則五：希望（Hope）
公衛措施

個人/團體措施

z 提供個人服務，協助其生活回歸正常，例如： z 實施認知行為治療，以便於：
| 住所
 減少個人責任放大，對抗失功能的認知基
| 工作
模，例如災難化/悲慘化，以及問題來自內在
| 重新安置
穩定特質的信念
| 家用品的替代物
 標認、擴展、與專注在建立力量 1
 對反應常態化
| 清理與重建
 指出多數人會自然復原
| 保險賠償支付
 凸顯個人已經展現的力量與由創傷發現的
z 發展宣導計畫，以協助受害者處理災後艱困
利益（benefit-finding）
，而不促進個人去發
工作涉及的繁文縟節與複雜過程
現尚未準備去理解的利益 2。
z 支持重建在地經濟，讓個體恢復日常就業，
防止持續的資源損失循環
 納入引導式自我對話，以便於：
z 媒體、學校與大學，以及既有的社區領導單
 想像實際但具挑戰性，甚至困難的結果 3
位（如廟宇、教堂、社區中心）應協助個體：
 標認非理性懼怕，予以認知重構
| 與資源連結
 管理極端的迴避行為
 控制自我挫敗的自我陳述
| 建立系統，以便於讓由相同創傷復原的人
 鼓勵正向因應行為
能和復原艱難者分享他們的經驗與希望
z 對兒童青少年實施的認知行為治療：
| 紀念與賦予意義
 在症狀反應之外，處理創傷衍生的持續期待
| 接納他們的生活與環境已經改變
 納入向前眺望（forward-looking）的練習，
| 做出較正確的風險評估
促進發展上前進，以注入希望以及對學習與
| 減少自責
未來計畫的新動機。
| 問題解決
| 制訂正向目標
z 建立受災者作為個人與社區所具有的力量
1

習得樂觀與正向心理學模式（The Learned Optimism and Positive Psychology Model）
：對於處於風險
的個體，以標認、擴展、與專注在建立力量作為目標（Seligman, Steen, Park, & Peterson, 2005）
。Seligman
等人提煉可用於建立力量與預防的治療成分，聚焦在提升希望，駁斥會損害希望的災難化與誇大思
考。
2

利益發現（benefit-finding）似乎是人面對威脅事件的常見歷程。然而，需留意促進個人發現創傷利
益的負面效果。即使善意鼓勵受災者發現利益，也常不受歡迎，因為此似乎輕忽了他們的負荷與必須
克服的挑戰。此外，某些研究顯示利益發現與較嚴重的 PTSD 有關。因此，建議介入時凸顯個人已經
展現的力量與由創傷發現的利益（benefit-finding）
，而不促進個人去發現尚未準備去理解的利益
3

矛盾地是，相較於想像誇大的災難化後果，想像實際但具挑戰性甚至困難的結果，可能會減輕個人
的苦惱。例如，承認個人的家園需要幾個月重建，可能是必須接受的；但是宣稱「我將永遠不再有家
園」是不適應的。因此，在介入時應該表明，雖然災難化/悲慘化（catastrophizing）是自然的，但是
應該辨識這類信念，並且以較具事實基礎的想法來對抗（Hobfoll et al., 2007, p.300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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